
在劳动午报 《劳动者周末》 迎来出版300期之际， 文苑版连载的 “红袄漫话” 也迎来了100期。 日前， “红
袄漫话” 作者专程到劳动午报社赠送红袄漫画作品 “庆百期” “赞 《劳动午报》”， 表达对报社培养和支持职工
作家、 画家队伍， 为职工文化创作搭建传播平台的感谢之情。 “红袄漫话” 是两位电力画家和作家联袂而出的
原创作品， 《劳动者周末》 为作品传播最先提供了连载专栏， 随后多家报刊和新媒体争相刊发， 受到广大读者
的喜爱， 持续至今， 现已成为职工文化创作的一项知名品牌。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赞《劳动午报》
说咱贴心话
维权服务事
京城信息通
午报作旗帜

庆百期
连刊臻百期
读画两相宜
感谢加持力
来年更美怡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一个专版出刊300期着实不容易。
如果不是有这么多要抒发的情怀、 这
么多要展现的生活场景， 有可能就会
中途 “夭折”， 或者被读者抛弃。 好
在是内容包罗万象、 体裁多种多样，
使得 《劳动者周末》 昂首阔步地出版
了300期。

在今年这个特殊的春节假日，不
少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少人
投身抗疫，忍受“每逢佳节倍思亲”的
离愁。 然而，天地无限宽广，生活需要
从容应对。

我仔细地欣赏着这300期文苑版
精彩纷呈的文章， 令人有美不胜收之
感。 300期的生活美文，共计1000多篇，
累计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我想
很多读者都和我有一样的感慨： 每期
这2000多字的版面， 读起来不但饶有
兴致， 同时还很不尽兴。 毕竟版面有
限， 而生活领域里精彩的瞬间又是那
样的多！这些美文，拓展了读者的思维
视野和生活空间， 还让读者感悟到了
很多人生哲理。

因此，发现美好、抒发情怀、启迪
智慧就让文苑版有了极大的立足空

间。无论是四季风情的变化，还是南来
北往的故事， 抑或是独特精彩的人生
片段，这些或长或短的文章，都给我们
留下了咀嚼和回想的余地。

不过，比起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
文苑版的美文似还有不少的提升空
间。诚如《足下的土地》所言：“我想，把
最美的词曲装订成册，我又想，把华夏
动听的诗句谱写成歌。 我们歌颂脚下
的土地，歌唱强盛的祖国。 ”是啊，我们
要感慨和抒发的情怀太多了。 我们这
片神奇的土地， 早已不是以往的任何
时代， 而是更靠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 今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实现全面脱贫的决胜之
年。 那么， 在这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
中， 应当会有着怎样多的可歌可泣的
故事呢？

如今，我们又成为14亿人口的第
一人口大国， 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
稳居世界第二位，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那样，我国
经济规模的提升， 意味着人民收入增
加、生活更加殷实，更是人类历史上的
重大进步。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渴望读

懂的生活。
生活是多彩的，生活更是多元的。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已经成为全中
国人的集体共识。此时，我又不禁回忆
起文苑版的《有生活就有幸福》中的精
彩片段：“人生其实是一条静静流淌的
河， 她途经很多美丽的流域， 昼夜奔
流。当她投入荷塘或者湖泊时，便作片
刻的停留，歇一歇脚，然后继续流向远
方。 有时，适时的停留，是为了走得更
远。所以，人生路上莫慌张，该走时走，
该停时停，走走停停都是人生路。 ”

的确，在追梦的人生路上 ，每个
人的步伐不同，方位也不同，但是殊途
同归， 都是要为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而加油奋斗。在生活的大舞台上，我们
也衷心期待文苑版为生活尽情地歌
唱，为梦想尽情地抒发。

此时，借用文苑版发表过的一篇
《生活，要往宽处去》来结束本文也是
再恰当不过了 ：“就算生活是一杯苦
酒，我们也要为无怨无悔的自己干杯；
就算生活把幸福的雨露统统抛洒于窗
外， 我们也要相信付出努力的汗水终
有收获喜悦的一天。 ”

□赵强

当我们脱下工装
脱下一周的紧张和疲惫
需要一个精神家园
去抚慰
在生产线上
紧张和疲惫的神经

展开 《劳动者周末》
我听到工友们的欢笑声
暂时离开生产线劳作的工友
有了这份劳动者自己的报纸
心情如同
四月春风拂面时的惬意

在这里
我们去分享工人自己的故事
在这里
象征着工业的齿轮和电机
也会弹奏出李斯特的
《春天在这里》
愉悦我们渴望唯美的心灵

我们来到 “文苑”
如同走进百花盛开的花园
迷人的芳香让我们陶醉不已
“旅游” 和 “健康”
教会我们去做有氧运动
有了健康的体魄
我们才能撸起袖子加油干

每一期的 “足迹”
讲述了优秀劳动者
不同寻常的故事
如同一尊尊行走的丰碑
让我们循着他们的足迹
去仰望一座山抑或另一座山
我们把榜样
当成前行的路标
为了去圆我们共同的梦想
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

家 园

□楚戈

———写在 《劳动者周
末》出版300期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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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多晚， 我们总是为您留一盏灯！”
这就是我们 《劳动者周末》 的初心。
当初为了给劳动者办一份温馨的读品， 我们匆匆忙忙地出发了。
没想到， 这一出发就快7年了， 这份读品也迎来了300期。
此时再重温那份初心，
依然如最初那样的皎洁， 那样的鲜艳如新。
这份读品就是为普通劳动者办的，
我们盼望能得到劳动者的喜欢。
在您累了倦了时， 她静静地陪伴着您，
她散发着淡淡的馨香， 那是对劳动者满满的关爱。
您在这里诉说着您的情绪、 感受、 足迹和心迹，
她静静地为您记录下来， 为岁月留下见证。
这份读品想要做劳动者的朋友，

她专注于记录劳动者的喜怒哀乐。
您奋斗的姿态， 她认为最美。
您专注的神情， 她最为喜欢。
您为他人默默的付出， 她悄悄的记在纸上。
您在事业上迈出的每一个新步伐， 她都由衷的为您高兴。
感谢您的不离不弃， 她对您专情如初。
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是时代为亿万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无比宽阔的舞台。
劳动者正在演出的历史大戏， 正是这个民族的奋斗史诗。
《劳动者周末》 同样感谢这个了不起的大时代，
能够坚持为劳动者立传， 为劳动者歌唱， 为劳动者守候，
因为您的厚爱， 我们非常欣慰， 未来也一定可期。
只要相信， 春天一定如期而至， 我们期待与您继续亲密相守———

真诚地为劳动者抒发情感

始终为劳动者守候
□周兴旺


